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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承接總計畫試圖擘劃一套適用且具社會科學檢驗後的原子能相關訊
息傳達模式的目標，本子計畫以原子能委員會主要目標與職志：「
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用永續發展」為敘事主題，並根據總
計畫「結合多媒體敘事效果分析提昇公民參與核 能公共議題整合計
畫」所提供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結果，試圖構思製作向公眾傳達的 視
覺內容，以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s）風格技術建構動態影像
，並力求資訊正確與影像內容的美感與吸引力，本計畫第將首先探
究以動態視覺圖像建構核能資 訊的方法與實作，透過資訊內容蒐集
、文字概念設定、風格版（style frame）設定 等製作流程完成影
像製作，並以焦點團體法分析觀眾認知與情意，製作過程中產生的
角色、世界設計等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與
視覺風格都能累積應用，進一步建構原能會正面形象，期望為此政
府機構建立核能資訊多媒體合作產出與回饋的模式，持續提供訊息
傳達內容。

中文關鍵詞： 動態圖像、核能公共議題、媒體素養、智慧財產

英 文 摘 要 ： Following the purpose of the integrated plan to set up a
nuclear relate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that is
appropriate and validated by social science, this project
develops narrative content based on the goal of Atomic
Energy Council (AEC),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from nuclear materials and facilities,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technology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result from the in “the integrated
project by analyzing the multi-media narrative effects to
promote civil participation in nuclear public issues”,
this sub project intent to conceive visual content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with style of motion graphics to
produce moving images. The correct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attractive visual presentation will be pursued for the
best. This project will first explore the method and
practi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uclear information content
with motion graphics. Through the workflow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concept setup with words, style frames setup,
this project will accomplish moving images production of
nuclear information. Audiences’cognition and affection
will be collected with focus group metho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such as characters and world design, as well as
the visual style and elements, that creat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can be accumulated and applied for further
build up the positive reputation of AEC. It is the
intention to construc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feedback
mode with multi-media for the public institute to
continuously provide content for communication.

英文關鍵詞： motion graphics, nuclear public issues, media liter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 研究計畫之背景。 

    本計畫目標為探究以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s）與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技術等多媒

體呈現原子能資訊內容與製作，以及蒐集與分析觀眾接收的認知與情意。 

    承接總計畫試圖擘劃一套適用且具社會科學檢驗後的原子能相關訊息傳達模式，本計畫試圖建構

視覺影像，根據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主要目標與職志：「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

生應用永續發展」發展敘事主題，建構原能會視覺形象，提供並回饋總計畫與另一子計畫對於原能資

訊敘事分析和傳播管道的整合研究，達到多贏的訊息傳達局面。研究與專案實施的背景動機與問題意

識分述如下： 

民眾對於核能態度的分歧與知識資訊的客觀中立性無法建立 

  核能，或稱原子能，是原子核發生變化時釋放的巨大能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成為全世

界主要電力來源之一，但由於對能量巨大的核電廠發生事故的恐懼，以及對核廢料處理的疑慮，近 20

年來，民眾對核能關注程度逐漸提高（王祖恩，2016），加上國內政治力量與媒體的兩極態勢，民眾

立場相當分歧（陳憶寧，2014）。尤其在特殊事件發生後，例如日本在 2011 年因大地震引發海嘯所造

成的福島核電廠爐心熔毀、爆炸與輻射外洩事件，台灣社會與媒體往往集中關注，引起議論，伴隨著

對於核能態度的立場變化（梁世武，2014；李旭淳，2016）。 

    民眾對核能的態度與對於核能的知識素養及認知有顯著的相關（楊國良，2010；李旭淳，2016），

另根據學者對於小學到中學生核能認知與調查的研究中可見，核能知識隨著所在區域、家庭社經地位

的不同顯著差異（楊淑惠，2014；楊國良，2010），學校探討核能議題的篇幅、教師的核能知能亦待

加強。然而，正確而且客觀公正的核能知識與資訊從何而來？誠如總計畫所指出，原能會作為國內在

核能與輻射安全相關知識與資訊的最高專業單位，多年來以增進民生福祉的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

用的永續發展盡最大努力為職志，理應扮演民眾心中「知識權威」的角色，然事實並非如此，原因亟

待分析探討與改善，因此總計畫試圖規劃適用且具社會科學檢驗後的核能訊息傳達模式，本子計畫建

構在這個框架下，在對原能會既有資訊與傳播溝通管道分析的同時，以清晰易懂的媒材方式重新建構

原能會資訊，發展敘事內容，製作多媒體影像，傳播核能與輻射安全相關的正確知識，並形透過動態

視覺建構原能會形象，形塑知識權威專業角色，也唯有大多數民眾對於核能與輻射安全知識有正確認

知，方能在議題溝通上有相同基礎，進行理性客觀的討論。 

動態/資訊圖像視覺傳播 

  近年來，網路媒體漸趨普及，動態視覺化的溝通越來越不可或缺，對於網路使用族群來說，由於

資訊多而紛雜，結合動態視覺與聲音的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s）或資訊圖像（Info Graphics）成為

一種流行且有效的傳播方式（方彩欣、鄧淑珨，2015），普遍受到年輕世代的喜愛。 

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s）名詞的由來，是 1960 年代以電腦嘗試製作抽像動態影像的惠特尼兄

弟（John and James Whitney）的公司名稱，就稱為動態圖像公司（Motion Graphics Inc.）1。更早可追

溯到二十世紀初期實驗動態影像的創作者，如魯特曼（Walter Ruttmann）、義格林（Viking Eggeling）

等人，但這些創作純然是藝術上實驗性的自我表現，跟今日商業上的動態圖像應用有本質上的不同（張

晏榕，2015）。 

                                                 
1 根據臺南藝術大學舉辦的「2014 國際論壇：數位影像與實驗美學的對話」活動中，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系石昌杰老師演講，

主題為：動態圖像與藝術動畫。 



    動態圖像的影像製作先驅，首推 1950 年代中期以後為許多電影製作片頭影像的巴斯（Saul Bass），

最著名的作品有《金臂人》（The Man with the Golden Arm）等。他是著名的平面設計師，曾為 AT&T

等企業設計形象標示（Logo），也為電影設計海報，因此自然將平面設計的概念帶入動態影像製作，

對後世這類影像製作影響極大。在電視普及後，片頭影像的需求愈來愈多，但類比製作較困難，所需

預算仍高，到了 1980 年代，當時主要製作系統 Quantel2逐漸普及，使得成本降低，及至 1990 年代電腦

成為工具後，由電腦軟體製作極為簡易，也由於梅爾（Trish and Chris Mayer）說明以 Adobe After Effects

製作特效與動態圖像的書籍《Creating Motion Graphics》出版，讓動態圖像這個名詞更為普遍。 

    早年動態圖像曾被認為技術門檻較低，通常做為電影或電視節目片頭，但近年來隨著幾位原先在

國外留學或工作於廣告圈的導演返台成立工作室，如 Bito、JL Design、Akitipe 等，帶進製作和美學的

新概念，引起一陣風潮，動態圖像強調畫面設計與音樂節奏的配合，不強調角色和敘事，除應用在電

影和電視節目，也跟平面設計結合，用於各種媒體廣告、頻道包裝、網路行銷等商業層面，擴大了動

畫技術應用。在製作上運用的是例如介紹台灣歷史的《台灣吧》就以簡明的資訊與圖像，搭配生動的

旁白，引起一陣風潮。本計畫第一年主要運用動態圖像以及資訊圖象的視覺設計與製作方式，試圖建

構原能會形象，製作以傳播「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用永續發展」為目的的敘事主題內容，提

供原能會以及本總計畫其他子計畫之應用。 

    透過動態圖象與資訊圖像的製作，本計畫亦試圖創造與累積製作過程中產生的角色、世界觀等智

財（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 IP），IP 為近年在數位內容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上極受矚目的概念（張

晏榕、石昌杰，2017），一般指的是角色與世界觀的智慧財產權利，許多商業上的經營方式即透過積

極以多角方式推廣公司所發展出的原創角色與授權，包含漫畫作品的推出、角色人偶的曝光、與地方

政府活動結合、手機遊戲的推出…等等各種方式提高角色曝光的機會，本計畫並未著重於 IP 的商業價

值，而著重於透過 IP 提升原能會的整體形象與親和力。 

研究目的與問題 

    承總計畫規劃原子能相關訊息傳達模式之目的，本計畫試圖建構原子能資訊內容，觀察目前關於

核能資訊，原能會與所經營的社群媒體 Facebook 上的「輻務小站」較少以動態圖像呈現核能知識的影

像，也無規劃虛擬實境技術產生的內容，因此本計畫將配合總計畫對總計畫對原能會資訊進行敘事效

果分析的結果，規劃在第一年進行動態圖像與資訊圖像的製作，研究並執行靜態資訊轉換成為動態圖

像與資訊圖像的方法，敘事主題初步設定主題為「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用永續發展」，完成 3

部 2 分鐘動態影片，並進行觀眾認知與情意的測量與研究。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本計畫提出研究目的：探討以動態圖像/資訊圖像建構核能資訊與教材的方法

以提升觀眾對核能資訊的認知與情意。 

研究問題如下： 

1. 如何根據敘事分析以動態/資訊圖像與實境技術重新建構官方核能資訊？ 

2. 觀眾/使用者對重新建構之官方核能資訊教材與的認知與情意為何？如何從使用者體驗學習行為反

饋內容設計製作？ 

(二)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2 Quantel 成立於 1973 年，是英國的影視廣播系統與設備製造商。 



本計畫進行動態圖像與資訊圖像的製作，首先執行核能資訊主題設定，目前初步設定敘事內容為

「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用永續發展」，並與原能會提供專家討論修正內容，並同時進行對具

設計與動態影像製作能力相關系所學生的招募培訓，在完成文字概念設計規劃後，蒐集圖像資料，製

作情緒版（Mood Board），規劃情緒與風格，完成後同時進行風格設定版（Style Frame）的製作，以及

音樂音效的設定與製作，編輯合成為動態分鏡（Motion Board）後，完成 3 部時間長度 2 分鐘的動態

影片。 

完成影片後進行觀眾的認知與情意研究部分，第一年規劃對象為大學或研究所在學學生，以焦點

團體訪談法進行，預計進行 1-2 次，每次 5-10 人的焦點團體訪談，以供未來計畫修正，研究與製作流

程如下圖所示。 

 

圖 1 研究與製作流程 

根據上述研究與製作流程，規劃時程如下表。 

 

 

 

 

 



         月份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資訊主題內容設定 ■ ■   ■   ■         

文字概念設定   ■ ■ ■        

情緒版製作    ■ ■ ■       

風格設定版製作    ■ ■ ■ ■ ■     

音樂音效設定製作     ■ ■ ■      

動態分鏡製作     ■ ■ ■ ■ ■ ■   

動態圖像/資訊圖像製作      ■ ■ ■ ■ ■ ■  

影像觀賞與焦點團體訪談            ■ 

表 1 研究與製作時程規劃 

(三) 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3 部時間長度 2-3 分鐘的動態圖像/資訊圖像影片 

本計畫依據民眾較關注的內容首先設定資訊主題，並與原能會會議討論，決定以「原能會是什

麼？」、「輻射是什麼？」、「核電廠除役是什麼？」做為 3 部影片之主題，並討論傳達資訊內容，完成

3 則文字概念設定，並完成情緒版製作，以及 3 組風格設定版，做為動態圖像/資訊圖像影片風格設定，

風格設定版如下圖所示： 

 

圖 2 第 1 部影片初期風格設定版 

 

 



根據風格設定版，製作動態分鏡，完成 3 部動態圖像/資訊圖像影片，擷取畫面分別如下： 

1. 原能會是什麼？ 

 

圖 3 第 1 部影片截圖 

2. 輻射是什麼？ 

 

圖 4 第 2 部影片截圖 

3. 核電廠除役是什麼？ 



 

圖 5 第 3 部影片截圖 

影片觀賞與焦點團體訪談 

    在 3 部影片完成後，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進行 1 次焦點團體訪談，邀請參與訪談對象共 5 位，

包含電視台經理趙先生、10 年以上資深動畫師/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專任助理教授蘇先生、5 年以上

經驗資深動態設計師/設計工作室創辦人徐小姐、傳播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楊先生、傳播科系大學生張

小姐，進行約 2 小時焦點團體訪談。 

    訪談問題主要可針對 2 個面向：對原能會形象的看法與對影片內容與形式的看法與建議，以下簡

要說明訪談結果。 

    在對原能會形象的看法方面，受訪者多半不清楚原能會職責，對於台電的印象多於原能會，因此

在觀賞影片後對原能會職責的確有較多了解，但對於內容則會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討與實際問題的說

明，例如第 3 部影片對於除役的流程多所探討，但對於為何除役則未加著墨。核能問題對於大眾是切

身問題，關乎安全之外亦對國家社會能源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因此建議未來原能會對於

內容上可持更開放的態度，呈現核能相關問題，破除公家單位較為保守的心態，以獲得民眾的認同並

支持。 

    對於影片視覺風格的呈現，動畫師與設計師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但亦建議未來可以對原能會視覺

形象，包含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團與形象影片等等做更統合的規劃，以利民眾的認識。 

參與之工作人員獲得訓練 

    本計畫招募人員參與計畫共計 13 人，包含 1 位大學兼任講師/設計師、4 位碩士班研究生、8 位大

學部學生，所獲得訓練如下： 

1. 經由招募訓練動態影像設計人員進行核能資訊相關製作，培養設計人員對核能知識素養與專業製

作能力。 



2. 藉由實際的動態圖像與資訊圖像製作，訓練設計人員動態設計專業製作能力。 

3. 經由焦點團體訪談規劃執行與資料整理，蒐集專家對於核能知識影片製作的意見，供未來傳播製

作參考，並培養訪談規畫執行人員學習質性研究能力。 

完成之成果與應用效益與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之貢獻 

1. 將原本民眾較關注的原子能資訊轉化成為動態影像以及資訊影像，以提升民眾對原子能資訊的接

受與認知理解。 

2. 透過質性訪談，了解設計專家與傳播從業人員對原子能相關知識與資訊以及相關議題的認知需

求，以及影片產製的看法，供未來傳播製作參考。 

3. 建立國人對於原能會正面形象與專業認知，並傳播正確核能安全與原子能民生應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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